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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18-018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124,191,896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自本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本方案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

照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最新总股本为基准，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此分配比例将不进行调整。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搜于特 股票代码 00250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廖岗岩  李鸿 

办公地址 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 1 号  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 1 号  

电话 0769-81333505 0769-81333505 

电子信箱 lgy@celucasn.com syt@celuca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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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品牌服饰运营、供应链管理、品牌管理、商业保理等业务，着

力构建一个服务时尚生活产业上下游企业的综合服务体系，将公司打造成为中国具备领先优

势的时尚生活产业综合服务提供商。   

在品牌服饰运营方面，主要从事“潮流前线”及系列子品牌的设计与销售业务，通过集

合10个潮流子品牌在“潮流前线”专卖店销售，打造大型休闲服饰集合店。公司服饰品牌的

消费者定位为16-35周岁的年轻人，价格定位为平价的时尚，市场定位为国内三、四线市场。

公司通过直营与特许加盟相结合的模式在全国建立销售渠道，在国内三、四线市场建立了领

先的竞争优势。   

在供应链管理方面，以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运作平台，在

全国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地区分别与各合作伙伴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汇聚本区域的供应链

资源和市场资源，利用公司多年来在集中采购、设计研发、生产管理以及仓储配送等方面的

经验和优势，为时尚产业品牌商、制造商等客户提供高效、低成本的供应链服务，在全国构

建一个覆盖范围广、供应能力强的时尚产业供应链服务体系。报告期内，公司在广东东莞、

增城、佛山，湖北荆门、荆州，江苏吴江、南通，浙江绍兴，福建厦门等地共有11家供应链

管理控股子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在品牌管理方面，以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运作平台，在全国

服饰消费市场发达地区投资设立多家控股型项目子公司，汇聚本区域具有丰富市场资源和营

销能力的合作伙伴，利用公司多年来在店铺管理、商品陈列、品牌推广、人员培训以及O2O

营销等品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优势，为时尚生活产业的品牌企业开展品牌代理经销业务，在

全国构建一个高效、完善的时尚产业品牌运营管理服务体系。报告期内，公司在江西南昌、

广东东莞、湖北武汉共有3家品牌管理控股子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在商业保理方面，以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搜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作为运作平台，围绕

时尚生活产业开展商业保理业务，为时尚生活产业的上下游企业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管

理及催收、信用风险控制等综合金融服务，进一步强化公司与产业链上众多企业的联系，构

建合作共赢的产融关系，推动公司实现战略转型，促进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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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8,330,385,020.26 6,319,983,268.46 190.04% 1,982,773,36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2,828,783.92 361,705,986.41 69.43% 193,974,84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8,538,926.98 352,441,395.66 58.48% 182,904,824.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2,083,449.67 -612,243,752.85 -44.07% 199,602,445.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3 53.85%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3 53.85%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4% 12.54% -1.20% 8.6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0,330,588,185.58 7,194,703,655.00 43.59% 3,669,856,86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06,106,687.67 5,112,769,057.13 9.65% 2,307,471,463.9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88,563,317.88 3,971,616,487.88 6,017,279,884.50 5,752,925,3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031,885.54 219,016,319.54 179,914,492.48 71,866,08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3,789,362.03 204,866,752.07 173,981,691.33 45,901,12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878,465.78 -541,296,241.90 -452,105,747.69 254,197,005.7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4,34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5,26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马鸿 境内自然人 43.43% 1,356,920,788 1,017,690,588 质押 791,200,000 

广东兴原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2% 600,522,764 0 质押 110,850,000 

秦川 境内自然人 3.35% 104,761,914 0 质押 104,761,914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马少贤 境内自然人 2.16% 67,392,000 50,544,000   

中铁宝盈资产－

浦发银行－中铁

宝盈－宝鑫 77 号

特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38% 43,008,490    

天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保

赢 1 号 

其他 1.28% 39,891,156    

广东粤科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7% 39,682,538    

前海开源基金－

浦发银行－云南

国际信托－云信

智兴 2016-242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27% 39,682,538    

九泰基金－浦发

银行－九泰基金

－恒胜新动力分

级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25% 38,902,760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二组合 
其他 1.03% 32,095,2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马鸿先生与马少贤女士为兄妹关系，广东兴原投资

有限公司为马鸿先生与妻子黄晓旋女士共同设立。除以上关联关系外，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持股 5%以上股东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121,532,764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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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

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15 搜特债 112275 2020 年 08 月 23 日 35,000 5.95%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

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 

14 搜特 01 112211 2019 年 07 月 01 日 34,152.5 7.8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

兑付情况 

支付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利息 2,082.50 万元，

支付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利息及回购

部分本金利息 2,730 万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行的“15搜特债”出具了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评

级结果为：本期债券信用等级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详见

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搜于特：2015年公司债券

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行的“14搜特01”出具了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评

级结果为：本期债券信用等级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详见

公司于2017年4月26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搜于特：《2014年公司债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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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2.21% 27.40% 14.8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66.16% 82.05% -15.89% 

利息保障倍数 15.06 10.09 49.26%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公司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夯实服饰品牌运营基础，继续

大力推动供应链管理业务的发展，供应链管理业务增长迅速，带动公司业绩大幅度提升，成

为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和利润来源。 

（1）进一步夯实服饰品牌运营基础。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聘请韩国偶像男子组合GOT7

担任品牌代言人、提升研发设计水平、推出联营加盟店和推动终端店铺去库存以及关停部分

差劣店铺等措施，进一步夯实服饰品牌运营基础，为今后稳步拓展奠定坚实基础、积蓄发展

力量；也因为实施推动终端店铺去库存以及关停部分差劣店铺措施，造成报告期服饰品牌业

务业绩下滑。 

（2）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发展迅速。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进供应链管理业务发展，供

应链管理项目子公司发展到11家；同时，公司在供应链管理业务的队伍建设、业务开拓、风

险控制等方面全面加强管理，供应链管理业务发展迅速，报告期内，供应链管理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1,480,344.89万元，净利润46,194.33万元，成为公司主要的业务收入和利润来源。 

（3）公司管理取得新进展。为适应公司实施战略转型升级的需求，公司需要对组织架构

和内部管理等方面进行重大变革。报告期内，公司聘任新的总经理，实施战略决策与经营管

理分离，完善公司组织架构，逐步建立一个与涵盖多个业务领域、拥有众多子公司的控股型

集团公司相适应的管理体系。  

（4）实施新总部搬迁，规划建设全国区域总部及供应链管理中心。报告期内，公司搬迁

到功能完善、设施一流的现代化新总部工作和生活，公司呈现崭新的面貌，跨上了新的发展

台阶；同时，为公司未来各项业务开展以及全国业务布局奠定坚实基础，公司启动规划建设

全国区域总部及供应链管理中心等相关工作，相继完成公司华中区域总部、华东区域总部、

东南区域总部以及供应链管理中心等项目的选址工作，并签署相关投资建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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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1,834,870.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0.14%，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282.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43%。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服装 1,529,957,942.91 549,201,618.14 35.90% -18.16% -28.73% -5.32% 

材料 15,558,318,075.51 1,077,684,011.07 6.93% 250.94% 215.73% -0.77% 

其他产品 1,217,243,392.36 85,597,217.13 7.03% 10,789.18% 3,860.58% -12.3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34,870.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0.14%，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282.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43%。主要是以下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大力推动供应链管理业务的发展，

供应链管理业务增长迅速，供应链管理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1,480,344.89万元，占全年营业总

收入的80.68%，实现净利润46,194.33万元，占公司净利润75.37%，带动公司业绩大幅度提升，

成为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和利润来源。  

（2）报告期内，公司为夯实服装品牌运营基础，实施店铺去库存以及关停部分差劣店铺

等措施，造成报告期内服饰业务下滑。 

（3）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内部管理，控制相关费用，使费用增长幅度小于营业收入的增

长幅度。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

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

追溯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121.7元，营业外支出33,811.57元，调减资产处置收益

33,689.87元。  

2）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  注 

本公司原对房屋建筑物按20年计提折旧，由

于新建房屋建筑物均采用了较高的建筑设计和

施工标准，预计使用寿命相对较长，为了更加客

观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新建

房屋建筑物的折旧年限变更为40年。 

本次变更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 

自2017年12月1日

起 

 

本公司对上述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厦门瑞悦隆纺织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4-26 7,370,000.00 100.00 

浙江东利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5-16 70,000,000.00 77.78 

东莞市搜于特设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5-17 6,000,000.00 100.00 

东莞市搜于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8-23 2,000,000.00 100.00 

南通新丝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8-23 500,000.00 100.00 

湖北佳纺壹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8-24 10,000,000.00 100.00 

南昌市汇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12-4 31,500,000.00 100.00 

苏州麻漾湖实业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12-12 35,000,000.00 100.00 

南昌市当先实业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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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聚通物流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11-15   

苏州聚通羽绒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11-15   

苏州聚通仓储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11-14   

注：以上出资比例系公司实际出资金额占总出资金额的比例。实际持股比例详见财务报

告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一）1之说明。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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